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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腹地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和早

期国家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新石器

时代末期后段，即4600 BP～4000 BP前后，位

于中原腹地的环嵩山地区出现了数百处王湾

三期文化遗址。它们分别以王城岗、煤山、

瓦店、古城寨、新砦等20多处大型聚落为中

心，形成了若干个分散的竞争性政治实体。

大约距今3800年前后，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出

现和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本地“邦国林立”

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并随之进入“一体”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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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陈相龙 1 方燕明 2 胡耀武 3 侯彦峰 2 吕 鹏 1

宋国定 3 袁 靖 1 Michael P. Richards4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 100710；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 郑州市 45000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北京市 100049；

4. Department of Archaoelog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V5A 1S6， Canada）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6CKG018）和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委托课题——嵩山地区文明化

进程与华夏文明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瓦店；生业经济；复杂化；稳定同位素

摘  要：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先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后发现，粟类食物是瓦

店先民食物结构中的主体，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以家猪为主）。

猪和狗主要以粟类副产品和先民的残羹冷炙为食，绵羊采食了较多的 C3 植物，黄牛则食用了大量的粟类产品。从先民

食物结构和家畜饲养策略来看，瓦店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在谷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而

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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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analysis of humans (n=12) and animals (n=42) was conducted at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site of Wadia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dietary items (rice， wheat， cattle， and 

sheep) and practices in shap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societies. The human δ13C and δ15N values are clustered into two 

distinct groups. One group of nine individuals (δ13C = -9.9±0.7‰；δ15N = 7.5±0.5‰) had a predominately C4 diet based on 

millet grains with little protein input from the domestic animals. The other group of three individuals (δ13C = -14.3±0.8‰； 

δ15N = 10.2±0.3‰) had a mixed C3/C4 diet of millets and rice and were consuming sheep and cattle. The animals also displayed 

dietary diversity with the pigs (δ13C = -11.3±2.5‰； δ15N = 6.9±1.0‰， n=10) and dogs (δ13C = -10.1±1.0‰； δ15N 

= 7.2±1.1‰， n=7) having mostly a C4 plant based diet (millets). In contrast， the cattle (δ13C = -12.8±2.1‰； δ15N = 

7.6±0.7‰， n=9)， sheep (δ13C = -16.7±0.9‰；δ15N = 7.6±0.1‰，n=2)， and cervids (δ13C = -20.8±0.9‰； δ15N = 

5.0±1.2‰， n=10) had diets with a greater contribution from C3 sources such as rice and wild plants. The different subsistence 

patterns indicates dietary complexity at Wadian and that rice agriculture， and cattle and sheep husbandry practices were alread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economy by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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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国家时期，中原腹地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核

心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1］。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明化和社会复杂

化空前发展之时和早期国家起源前夕，中原

腹地的生业经济发生了重大转变。根据对赵

城、喂庄西、大河村、西坡、西山、笃忠等

遗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可知，以粟和黍

的栽培、猪和狗的饲养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

业经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腹地先民主要

的生计方式，虽然赵城、羽林庄等遗址也出

现了少量炭化水稻和水稻植硅体［2］。进入新

石器时代末期之后，本地粟作农业经济进一

步发展，但水稻发现的频率和数量也大大增

加，诸如灰嘴、瓦店、新砦等都发现了较多

的水稻遗存［3］。其中，新砦遗址炭化水稻的

比例和出土概率甚至高于粟和黍而居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猪饲养仍是人们获取

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家养黄牛和绵羊的骨

骼在灰嘴、瓦店、新砦、王城岗等遗址中普

遍出现［4］。至此，本地以粟、黍的栽培和

家猪饲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传统被打破，多

品种农作物种植（以粟为主，兼有黍、稻、

豆等）和多种家畜饲养（猪、狗、黄牛、绵

羊）为标志的复杂化的农业经济面貌逐步呈

现，这为早期国家的起源乃至夏商周三代的

稳定发展奠定了农业经济基础［5］。

水稻种植的加强与黄牛和绵羊的引入，

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生业经济传统［6］，还可

能会引起土地利用与人力资源配置等生产组

织方式的调整。一方面，水稻种植的加强以

及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可以有效解决河滩、沟

坎、岗坡以及休耕旱田等土地的利用问题，

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承载力，这是人口增殖

和聚落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水田开发的

强化和草食性家畜的饲养无疑将引起家庭乃

至社群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改变，这种农业生

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必然会引起人群内部协

作关系的变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结构的调

整。因此，深入分析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经

济的面貌，对于正确认识农业经济在文明化

发展历程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疑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稳定同位素分

析方法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农业起源与发展、

先民生业与家畜驯养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实验表明，人和动物硬组织相关元素稳定同

位素组成（如C、N稳定同位素）与其生前食

谱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分析骨骼和牙齿中

C、N稳定同位素比值就可推知个体生前食物

结构的概况［7］。对陶寺、新砦等遗址先民

和家畜开展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当

时粟作农业仍是人们食物生产的主要方式，

但水稻栽培之于两遗址的重要程度有显著差

别。家畜饲养方面，黄牛、绵羊的食物结构

与猪和狗也有较大差异，前二者对粟作农业

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低，暗示草食性家畜的引

入可能引起了本地家畜饲养方式和技术的调

整［8］。上述研究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末期中

原腹地粟作农业和生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了

更加深入的认识。然而，目前此方面的研究

仍然有限，尤其缺少系统的比较分析。鉴于

此，本研究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先民和家畜

的食物结构为切入点，在复原遗址先民食谱

和家畜饲养策略的基础上，对中原腹地新石

器时代末期相关遗址先民和家畜的稳定同位

素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中原腹地新石

器时代末期生业经济面貌。

一、遗址介绍

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乡瓦店

村，东北临颍河，东南距禹州市区约7千米，

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

末期中原腹地最大的聚落之一。自1979年发

现之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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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地面起建的大型

建筑基址、奠基坑等重要遗迹，以及列觚、

玉鸟、玉璧、玉铲、大卜骨和陶塑人头等重

要遗物［9］。据AMS14C测年数据，瓦店遗址的

年代为4250 BP～3900 BP。目前，学术界对于

瓦店遗址在早期国家的起源研究中重要的学

术意义已达成共识，遗址本身也很可能与早

期夏文化关系密切［10］。

相关学者对瓦店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

进行了系统研究。瓦店遗址浮选结果发现了

粟、黍、稻谷和大豆等农作物。在所出土炭

化谷物中，粟的比例最高，水稻的绝对数量

已超出黍位居第二［11］。动物遗存的研究表

明，家畜在出土哺乳动物骨骼中的数量占据

对优势，畜种包括猪、狗、黄牛和绵羊。其

中，家猪饲养是瓦店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

要方式［12］。

二、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瓦店遗址龙山文化层人和动

物骨骼共计54例，其中包括人12、猪12、狗

7、黄牛10、绵羊3、鹿10。所选样品出土单

位、种属、部位等信息参见表一。

机械打磨并去除所选样品表面污染物，

超声波清洗并干燥。称取约0.5g样品置入0.5M

的HCl溶液于5℃下浸泡，至骨样完全脱钙。

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后，加入0.001M HCl溶液

75℃下明胶化48小时。Ezee热滤，离心浓缩

（收集分子量大于30kD的水解物），冷冻干

燥得到骨胶原。称重，计算骨胶原得率（骨

胶原重量/骨样重量）。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

位素的测试仪器为配备有Vario元素分析仪的

Isprime 100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C、N稳定同

位素比值分别以国际标准USGS24标定碳钢瓶

气（以PDB为基准）和IAEA-N-1标定氮钢瓶

气（以AIR为基准）为标准，分析精度分别为

±0.1‰和±0.2‰。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

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

组箭石（Cretaceous Belemnite）C同位素丰度

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

果以相对氮气（N2，气态）的δ15N表示。样

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见

表一。

表一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文化先民与动物样品信息及C、N稳定同位素分析数据表

（斜体表示污染样品）
编号 种属 单位 部位 %骨胶原得率 %C %N C∶N ‰δ13C ‰δ15N
190 猪 WD2T4144④ 尺骨/左 5.7 40.8 14.7 3.2 -12.3 7.7

191 猪 WD2T4143H27 尺骨/左 0.1 9.0 0.8 13.1 -27.7 -42.8

192 猪 WD2T4044H6⑤ 下颌/右 1.5 36.7 12.4 3.5 -11.8 5.5

193 猪 WD2T4144③ 尺骨/左 6.3 42.1 15.3 3.2 -12.4 7.5

194 猪 WD2T4144H28② 尺骨/左 0.1 11.3 0.6 22.0 -24.2 -

195 猪 WD2T4144H28② 尺骨/左 7.1 42.1 14.2 3.5 -11.3 5.7

196 猪 WD2T4143H27 尺骨/左 4.3 39.4 13.8 3.3 -13.2 6.1

197 猪 WD2T3944H21③ 尺骨/左 6.3 41.6 14.9 3.3 -11.3 7.2

198 猪 WD2T3944H17 下颌/左 2.0 37.1 13.3 3.3 -16.1 8.7

199 狗 WD2T3944④ 下颌/右 3.4 37.4 12.7 3.4 -10.9 8.1

200 狗 WD2T3944H19 尺骨/右 5.9 42.1 15.0 3.3 -9.9 6.4

201 鹿 WD2T3944H21 尺骨/左 2.2 45.8 15.1 3.5 -19.9 5.9

202 狗 WD2T4043③ 下颌/左 1.4 43.2 14.1 3.6 -11.0 6.1

203 狗 WD2T4043H2 下颌/右 7.7 42.1 15.0 3.3 -10.6 7.2

204 狗 WD2T4043H24 下颌/左 4.5 38.3 13.0 3.4 -9.1 6.5

205 狗 WD2T4044③ 下颌/右 3.1 40.1 13.8 3.4 -10.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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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种属 单位 部位 %骨胶原得率 %C %N C∶N ‰δ13C ‰δ15N
207 鹿 WD2T4043H2 股骨/右 4.2 42.6 15.0 3.3 -21.4 5.1

208 鹿 WD2T4043H2 胫骨/右 3.4 41.1 14.0 3.4 -21.2 4.0

209 鹿 WD2T4144H46 I趾 0.8 41.3 14.6 3.3 -20.5 5.7

210 鹿 WD2T4043H2 掌骨/左 4.3 39.4 13.7 3.4 -21.5 4.7

211 鹿 WD2T4043H2 桡骨/左 5.4 41.1 14.6 3.3 -21.2 2.8

214 鹿 WD2T4144H28 掌骨/右 4.2 42.2 15.0 3.3 -18.8 6.9

217 黄牛 WD2T3944H17 上M1/左 0.8 41.4 12.7 3.8 -13.4 9.1

218 黄牛 WD2T3944H17 下颌/左 1.6 41.3 13.9 3.5 -11.7 8.1

219 黄牛 WD2T4043F1 胫骨/右 8.8 45.1 15.2 3.5 -12.9 7.3

220 黄牛 WD2T4043H2 下P4/左 6.1 43.6 14.3 3.6 -15.1 7.7

221 黄牛 WD2T4043H2 掌骨/右 5.2 42.2 15.3 3.2 -13.5 7.8

222 黄牛 WD2T4043H2 肱骨/右 7.0 37.6 13.8 3.2 -13.1 7.7

223 黄牛 WD2T4043H2 尺骨/右 6.8 42.6 15.5 3.2 -13.2 7.8

226 黄牛 WD2T4044③ II趾 1.5 41.4 14.9 3.2 -10.0 6.0

230 黄牛 WD2T4044H28③ 上M1/左 2.3 39.5 14.0 3.3 -9.4 7.4

237 鹿 WD2T3944H19 距骨/左 1.9 42.3 14.4 3.4 -21.6 3.5

238 绵羊 WD2T4043H2 上M2/左 6.3 48.3 16.8 3.4 -17.3 7.5

239 绵羊 WD2T4043H24 胫骨/右 0.1 19.7 - -28.5 -

240 鹿 WD2T4044H28⑤ 胫骨/左 6.9 48.6 16.6 3.4 -21.0 5.6

241 鹿 WD2T4144H28 盆骨/右 5.7 48.3 16.5 3.4 -20.8 5.3

242 狗 WD2T4144H28 胫骨/左 4.4 48.9 16.8 3.4 -8.5 8.4

244 人 WD2T4043H2 股骨/右 0.4 31.4 11.0 3.3 -10.1 8.4

245 人 WD2T4043H24 股骨/右 2.9 46.5 15.2 3.6 -15.0 10.4

246 人 WD2T4043H43 距骨/右 1.2 29.9 10.7 3.3 -13.4 10.3

251 人 WD2T4143③ 距骨/右 6.3 43.8 15.0 3.4 -9.6 7.3

252 人 WD2T4143③ 肩胛骨/左 10.1 42.9 14.1 3.5 -10.1 7.3

253 人 WD2T4143③ 肩胛骨/右 6.1 43.3 15.1 3.3 -9.6 6.8

254 人 WD2T4143H27 跟骨/左 5.4 42.7 14.9 3.3 -9.6 7.3

255 人 WD2T4143H27 跟骨/右 7.1 44.3 15.3 3.4 -9.9 7.7

256 人 WD2T4143H27 上颌/右 2.7 42.1 15.0 3.3 -14.5 9.9

257 人 WD2T4144H46 盆骨/右 9.0 44.3 16.2 3.2 -10.8 7.3

258 人 WD2T4144H46 盆骨/左 5.3 43.1 15.1 3.3 -10.8 7.4

259 人 WD2T4144④ 胫骨/左 6.0 43.8 15.5 3.3 -8.7 8.4

263 黄牛 YHW97ⅣT6④ 距骨/右 3.2 44.9 14.8 3.5 -16.0 8.7

264 绵羊 YHW97ⅣT4H27 下颌/右 6.2 42.6 15.2 3.3 -16.0 7.7

265 猪 YHW97ⅣT4H4⑥ 头骨 6.9 44.1 15.5 3.3 -8.1 6.9

266 猪 YHW97ⅣT4H4④ 肱骨/左 3.1 42.9 14.7 3.4 -8.3 6.8

267 猪 YHW97ⅣT4H1③ 下颌/右 2.5 43.4 15.6 3.2 -9.2 7.7

三、结  果

在本次实验选取的54例样品中，全部提取

出了胶原蛋白，骨胶原产量为0.1%~10.1%，说

明部分骨骼胶原蛋白在埋藏过程中流失严重。

研究表明，骨胶原C、N含量分别在15.3%~47%

和5.5%~17.3%范围内，且C/N摩尔比值介于

2.9~3.6时，可视为无污染的样品［13］。据此可

知，4例样品污染严重，应予以剔除，其余

50例样品可用于食谱重建（参见表一），其

δ13C和δ15N值见图一。为便于讨论，我们根

据动物的食性特点分组比较。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原理国内学者已

刊文介绍［14］，不再赘述。由于中原文化区

基本上处于暖温带半湿润阔叶林地带，年均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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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低于15℃［15］，这种

环境通常认为不利于野生

C 4植物的生长 ［16］。这与

鹿科动物的较低的δ13C值

相符和。本研究中鹿科动

物（N=10）的δ13C值均值

为-20.9±0.9‰，表明鹿科

动物基本以C3植物为食，

也暗示其生活环境中的植

物应基本为C3类植物。较

低的δ15N值（5.0±1.2‰）

比较符合森林环境植食动物的特征［17］。

对中国地区新石器时代而言，粟的δ13C值

均值为-11.3‰；水稻为-24.9‰，野生C3植物均

值约为-25‰。如此，分别以100%粟和水稻类

食物（或其他野生食物）为食的人和动物，其

δ13C值应该分别在-6.3‰和-20‰左右。该区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谷物遗存中，农作物

多以粟和黍(均为C4植物)为主，水稻和小麦(C3

植物)在一些遗址也有发现，如新砦［18］、瓦

店［19］，它们对农业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贡

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δ13C值来推断粟作

农业产品在瓦店先民和家畜食物中的贡献。

瓦店遗址猪（N=10）和狗（N=7）的数

据分布于图一的右侧，其δ13C比较接近，均

值分别为-11.3±2.5‰和-10.1±1.0‰，说明

它们主要以C4类食物为食。显然，粟作农业

产品应是猪和狗食物的主体。与猪相比，狗

更加依赖粟类作物，表现为稍高的δ13C均

值。δ15N值而言，二者相差也不大，分别为

6.9±1.0‰和7.2±1.1‰，与黄牛和绵羊这类

食草动物比较接近。可见，猪和狗动物蛋白

的消费较低，基本上以植物产品为食。

黄牛（δ13C=-12.8±2.1‰、δ15N=7.6±0.7‰，

N=9）与野生鹿科动物食物结构差别较大，

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其中以后者为主。

考虑到本地野生植物主要是C 3植物，人工

栽培谷物中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我们认

为，黄牛食物中C4植物的来源应主要是黍和

粟的谷草（秸秆、谷糠）等粟作农业产品

及狗尾草、稗等杂草，C3植物的来源可能既

有野草、灌木、植物等野生植物，又包含

水稻秸秆等农作物。绵羊（N=2）的δ13C值

为-16.7±0.9‰，高于鹿却低于黄牛，这意味

着绵羊食物中也有一定量的C4类食物（如谷

草、狗尾草、稗等），虽然比例上没有黄牛

高。从δ15N值来看，黄牛和绵羊的均值均高

于鹿，这可能与农业产品的饲养有关［20］。

瓦店先民（N=12）的δ13C值变化范围

为-15.0‰～-8.7‰，平均值为-11.0±2.1‰，

表明C4类食物在先民食谱中居主导地位。结

合瓦店遗址的浮选结果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状况，我们认为这些C4类食物应该来自于粟

以及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而野生动物

对先民的食谱贡献较低。δ15N值变化范围为

6.6‰～10.4‰，平均值为8.2±1.2‰，仅比猪

高约1.3‰。可见，瓦店先民食物中包含部分

肉食，但比例较低。值得注意的是，245号、

246号和256号三例呈现出低δ13C高δ15N的特

征。单从数据上看，两人的δ13C、δ15N组合

分别为-15.0‰和10.4‰，-14.9‰和9.9‰，说

明他们对C3类食物和动物蛋白消费较多，与

图一 河南禹州瓦店先民与动物C、N稳定同位素比值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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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个体食物结构有一定的差别。

四、讨  论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中原腹地

生业经济的变迁

作为旱作农业核心区，中原腹地从裴李

岗时期就开始尝试栽培粟和黍［21］。仰韶文化

时期，良好而稳定的气候条件为农业的发展

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整个中原腹地逐渐形成

了以粟和黍的栽培为主体的旱作农业。6000 

BP以来，稻作农业生产方式向中原腹地渗

透，考古学家在三门峡南交口遗址［22］、郑州

大河村和渑池仰韶村等多个遗址发现水稻遗

存［23］。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后半叶，即5000 

BP～4000 BP，出现水稻遗存的遗址进一步增

多，如汝州李家楼［24］、登封王城岗［25］、新

密新砦［26］、禹州瓦店［27］等遗址。对于瓦店

遗址来说，大量炭化水稻的发现，是否意味着

稻作农业已经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呢？为深入探讨稻作农业传入之后对先民生业

方式的影响程度，我们结合郑州西山、灵宝西

坡［28］、高陵东营［29］、新密新砦［30］、襄汾

陶寺［31］先民的δ13C和δ15N数据绘制图二。

从 图 二 可 看 出 ， 瓦 店 遗 址 先 民 δ 1 3 C

低 于 仰 韶 文 化 西 山 遗 址 。 独 立 样 本 T 检

验 说 明 瓦 店 与 西 山 先 民 的 δ 1 3C 差 异 显 著

（p=0.00<0.05）。结合瓦店遗址发现的大量

水稻遗存，我们认为瓦店先民食物中的C3类

食物可能主要来自于稻作农业产品。尤其少

数几例δ13C较低的个体的出现，更反映了稻

作农业在瓦店先民生业经济中的重要位置。

同时，对粟和稻类产品消费程度的不均衡性

可能是本地居民个体或家庭间生计方式有所

差异的反映。另外，考虑到在遗址中发现了很

多具有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器

物，以及遗址人群和家畜存在外来个体［32］，

δ13C的分布也可能与瓦店遗址居民组成的复

杂性有关。比如，245号、246号和256号这三

例低δ13C、高δ15N的个体，有可能来自稻粟

混作区。但由于发掘材料仍在整理中，今后

还需结合考古学背景做深入分析。

与时代相近或略晚的新砦相比可知，

瓦店对C4食物（即粟作农业）的依赖程度稍

低，虽然独立样本T检验反映两遗址先民的

δ13C差异不显著（p=0.113>0.05）。这与浮选

结果不甚相符。瓦店炭化水稻遗存占到出土

农作物遗存总量的26.2%，低于粟的51.6%，

位居第二位。而新砦遗址水稻无论是出土频

率还是出土数量都要高于黍和粟。对此问

题，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浮选结果受取样位

置、遗存保存情况等诸多

因素影响较大，有时并不

能反映出种植业的真实面

貌，而骨骼稳定同位素分

析结果在反映遗址先民长

期 生 存 策 略 方 面 更 加 可

靠。

如果新砦和瓦店先民

的食物结构可以代表嵩山

南麓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

晚段先民食谱的话，通过

与汾河流域的陶寺和关中图二 瓦店与周边相关遗址先民δ13C和δ15N值误差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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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东营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嵩山南麓地

区先民δ13C明显低于陶寺与东营（如图二所

示）。由此可见，位于中原南部的嵩山南麓

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稻作农业对先民生计方

式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即使瓦店和新砦先

民在对水稻栽培的接纳程度稍有不同。这种

状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本地河流水系

发达的地理条件及相对暖湿的气候有关。对

栽培稻而言，水分是保证其生长最重要的条

件［33］，而嵩山南部分布有颍河、汝河、沙

河、双洎河等众多淮河支流［34］，再加上本地

气候适宜的降水量和温度［35］，河畔滩涂等浅

水区恰可开垦以种植水稻。另一方面，本地

新石器时代末期人口-资源之间矛盾加深也促

使先民对生计方式进行调整。如前所述，新

石器时代末期，中原腹地分布着若干个竞争

性聚落群［36］，为推进聚落发展和人口增殖以

保持族群的竞争力，充分利用领地内的土地

资源、提高土地承载力是非常现实的措施。

如此，在尽可能扩大旱田耕种面积的同时，

增加水田面积种植水稻就成了提高粮食产量

的另一选择。

（二）中原地区史前家畜饲养方式及相

关问题

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粟作农业经济的

繁荣发展，瓦窑沟 ［37］、

泉护［38］、大地湾［39］、西

坡 ［40］等遗址先民多用粟

（黍）类食物（主要应为

谷草及残羹剩饭）饲养猪

和狗。通过对东营 ［41］、

陶 寺 ［ 4 2 ］、 新 砦 ［ 4 3 ］等 遗

址猪和狗稳定同位素的分

析可知，新石器时代末期

之后，粟（黍）类食物对

猪和狗食物结构的贡献程

度更高。然而，在时代与

之相近的瓦店遗址中，猪和狗的δ13C明显

较低。（图三）考虑到瓦店遗址浮选出较高

比例的水稻遗存，我们认为水稻类食物在瓦

店遗址猪和狗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可能高于东

营、陶寺和新砦遗址。

黄牛和绵羊并非本地传统家畜，新石器

时代末期后期开始出现于河南登封王城岗、

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柘城山

台寺等遗址［44］。如前所述，瓦店黄牛食物中

C4植物的比例非常明显，应主要来自粟的秸

秆、谷糠等农业产品，可能还有被带入遗址

的狗尾草、稗等C4类田间杂草［45］。值得注意

的是，瓦店遗址黄牛的δ13C相对于其他遗址

较分散，表明黄牛的食物来源多样化。部分

个体以粟类食物为主食，如226号、230号；

部分黄牛吃了更多的C3植物，如220号。我们

认为，黄牛个体间食物结构的差异意味着其

饲养策略的不同。这种不同的饲养策略可能

暗示它们来自于不同的饲养单元，如核心家

庭。此外，考虑到Sr同位素揭示出瓦店家畜存

在外来个体［46］，也不排除部分黄牛非本地饲

养的可能性。

为进一步了解史前黄牛的饲养策略，我

们统计了龙山时期高陵东营（N=5）与襄汾陶

寺（N=6）、先商文化安阳鄣邓遗址（N=5）黄

图三 两组不同饮食传统人群同位素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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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δ13C，其均值分别为-14.1±1.2‰［47］、

-11.3±2.3‰［48］、-9.7±1.4‰［49］。比较发

现，瓦店黄牛的δ13C高于东营，而低于陶寺与

鄣邓。据研究，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聚落

分布密度远小于汾河盆地和颍河流域［50］，因

而可能有更多的闲置土地资以放牧黄牛。至

于瓦店黄牛δ13C低于陶寺遗址则可能与其各

自的农作物种植制度相关。瓦店遗址无论是

植物考古［51］还是食谱分析都表明水稻在当时

是重要的粮食作物，陶寺遗址则基本依赖粟

作农业经济［52］。因此，瓦店先民有可能会向

黄牛的食物中添加野草以及水稻谷草等副产

品。相较龙山遗址的黄牛，先商文化鄣邓遗

址黄牛的食物基本来自粟作农业产品，这种

状况或许意味着先商时期人们对黄牛的饲养

管理进一步加强［53］。当然，要肯定这一认识

还需更多数据予以支持。

从本文的同位素数据来看，绵羊显然消

费了更多的C3植物。考虑到水稻（C3植物）

的谷糠、秸秆等副产品适口性较差，而不宜

为绵羊所食用［54］，我们推测瓦店绵羊食谱

中C3植物很可能来自野草。瓦店绵羊在采食

野草的同时，也进食了一定的粟类食物。因

此，我们认为瓦店绵羊的饲养策略应以放养

为主、舍饲为辅。这与龙山时期高陵东营［55］

和襄汾陶寺［56］、先商时期安阳鄣邓［57］绵羊

的食物结构相似。这可能意味着绵羊自新石

器时代末期引入中原地区以来，至先商时期

其饲养策略一直较为稳定，并没有发生明显

的变化。

黄牛和绵羊最明显的价值当然是肉食消

费。然而与猪相比，它们在把植物转化为肉

的效率上并不占优势，况且繁殖速率又比较

低［58］。那么，先民饲养它们的动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家猪以吃杂物为主，但从营养学

上看，要想使其增重就必须喂以纤维素含量

低的精饲料，特别是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谷

物。作为反刍动物，牛羊独特的消化系统更

适于把那些主要由纤维素构成的谷糠、秸秆

等下脚料变废为宝，从而避免了像猪一样与

人争食。此外，不宜耕种的沟坎、岗坡以及

休耕的农田也可以用于家畜饲养活动，从而

将人们不能直接消费的植物性资源高效地转

变成为可以利用的动物性资源。这不仅可以

有效提高土地资源的承载力从而缓解人口与

资源的矛盾，也为羊毛纺织、畜力使用等次

级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可能［59］。另外，作为一

种新的生计方式，黄牛和绵羊的饲养对本地

生产组织结构、土地资源开发策略、动物资

源分配与消费等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影响是应

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五、结  语

新石器时代末期，王湾三期文化异军突

起，郑洛地区文明化进程明显提速，最终奠

定了中原腹地在早期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核心

地位。王湾三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与对周邻

地区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整合密不可分。人群

在和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同时，新型食物生产

技术随之引入和推广，并导致本地农业经济

发生转变，即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家畜

饲养策略。

为深入认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腹地生

业经济的面貌，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禹州瓦

店遗址先民、猪、狗、黄牛、绵羊和鹿骨骼

样品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通过研究

我们认为，整体而言粟类食物是瓦店先民食

物结构的主体，但稻类食物的重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尤其在一些个体食物结构中的重要

性甚至与粟类食物不相上下。这可能是本地

农业生产方式（包括个体家庭间生存策略）

复杂化在先民食谱中的表现，也可能意味着

瓦店遗址人群构成的复杂性。作为生业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家畜饲养也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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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化。虽然粟作农业对猪、狗和黄牛的日

常饲养非常明显，但稻作农业产品可能也被

作为家畜的饲料补充，具体体现在瓦店家猪

相较于陶寺等同时期遗址呈现出较低的δ13C

值。与此同时，作为草食性动物，黄牛和绵羊

的出现及与之相伴的饲养策略和动物资源开发

方式对于本地家畜饲养业传统无疑冲击巨大，

这是生业经济复杂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农业经济的复杂化意味着人们在处理

人地关系时有了更多生计选择，而生产方式

的调整也必然将导致农业生产工具组合、谷

物产品和家畜资源的分配、加工和消费以及

生产组织方式、土地利用策略、劳动力投入

以及社群关系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一系列变

化。这些变化对于社会复杂化加深和早期文

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

研究。由于种种限制，本文的相关分析主要

基于瓦店这类大型中心聚落，并不能代表新

石器时代末期中原腹地生业经济的全貌，尤

其无法反映普通聚落生业经济的状况。因

此，今后还需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遗址

进行系统的比较和研究，以便更加全面的认

识史前生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中原腹地文明

化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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